证道 什么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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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抓住神的原则来讨主喜悦。
就像物质世界里面有自然的律一样，属灵的
事上也有属灵的律，都是神所设定的。如果我们

读经
箴言 15:33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

荣以前，必有谦卑。
箴言 16:1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

由于耶和华。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
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3 你所做的，要交

忽略它，就会让自己陷于危险之中。当然，在神
的因果关系里边有些在我们看来是有矛盾的，但
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所设定的，又让我们得满足，
那么，我们就需要明了跟应用一些一般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4 耶和华所造
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连手，
他必不免受罚。6 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
耶和华的，远离恶事。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
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我的讲题叫做“什么是成功？”我们信徒看
成功跟世界上人是不一样。从世人的观点看，升
官、发财、儿女都进最好的大学、一切顺利，这
叫做成功。但神看成功不是这样，基督徒看成功

1.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也不应该是这样。根据这节圣经，什么是成功呢？

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讲到“尊荣以前，必

其实，我应该把这个题目叫做“讨神喜悦就是成

有谦卑”。从价值观上说，这是一句最简单，但又

功”。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人的

非常深奥的话。谦卑，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并不为

价值观不一样。在我们看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人所看好，但是这是神所定规的一个原则。希腊

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这个道理在这段圣经里非常

人讲究哲学，也曾经花很多精力研究品德方面的

突出。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要敬畏神，最

问题，竟然没有把谦卑列入人的美德之中。他们

后以讨主喜悦的应许作结尾。我们可以说：敬畏

认为谦卑是贬低人的身份，他们反而喜好傲慢。

神是我们价值的起头，而讨主喜悦是我们价值观

但希伯来人就不一样，他们确实看谦卑为一种美

的终结。人生的目标，不是讨自己的喜欢，也不

德。那么谦卑到底是什么呢？ “Humility”这个

是要讨别人喜欢。我们活着第一个目的是为主而

字，英文的解释叫做“lowliness of mind”,“心里

活，其次是为你自己而活，然后才是为其他人。

面的低微”。

如果你成天想着就是“这个人瞪我一个白眼，他

司布真说“谦卑就是对自己有正确评估的能

为什么这样呢？哎呀那个人说我一句话，我到底

力”，一个谦卑的人会正确地评估自己。怎样才能

出了什么问题？”一心想讨人喜欢，你往往无所

做到这一点呢？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信徒，
“不要

适从。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著

神所分给各人信

我们必须过一种讨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喜悦的

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 12：3）人

生活。有这种心态，我们就必须确认三种 讨主

看自己往往过于应该所看的。看自己比别人高、

喜悦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成功的生活方式。

比别人好、比别人聪明，很容易把自己高估了。

我们应该期望得着以神看我们那种眼光来看自己

罪人以为他们比永生神知道得还更多，至终要跟

的能力。神怎么看我，我就这样来看自己。

神平等。有什么错误比这种错误更大呢？你知道

毫无疑问，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在我们看自己
的事上是是有参考价值的，有时候经别人提醒，

天使怎么变成魔鬼的吗？天使长 Lucifer 就是因
为骄傲被打下来变成魔鬼的。

容易发现我们的缺点。但是你要知道，其他人也

骄傲基本上是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加重

会有他们自己的偏见，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些

要，否认神所定规的：爱神与爱人要如同爱自己。

偏见和问题可能影响他们对你的看法，所以不要

骄傲的人认为受造者比创造者更重要；罪人比圣

过分介意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你确实要介意神怎

洁的神更重要；独立自主比依靠神更重要；违背

么看你！你知道吗？人的眼镜经常是带着颜色的，

神比顺服神更舒服。这些都是得罪神的想法与作

很多时候，别人看你的形象是扭曲的，并不正确。

为。

所以我们应该期望拥有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这

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看

种能力，这不容易。这就是司布真所说“正确地

到心里有骄傲，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神就应许我

衡量自己”的意思。

们，使我们得尊荣。这就是“尊荣以前，必有谦

一旦你以神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
走在谦卑的路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受造者，

卑。”
所罗门是个最好的例子。列王纪上 3：5-9“在

神是创造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存在及存活是

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

依靠这位创造者，如果受造者知道他没有办法尽

“你愿我赐你甚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

到他对创造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会感到自己

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

的不足，于是从心里明白，我们没有能成为受造
者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圣洁
的神面前，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凡是不承认自
己是个罪人，这个人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反之，
你如果真正谦卑，你在神面前，你看到自己的情
况，必然承认圣经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一点都
不错。很多人信耶稣遇到的拦阻是什么呢？他不
认为自己是罪人。
“我有什么罪啊？”没有办法谦
卑下来，就没有办法信耶稣。你若谦卑下来，就
会明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达
不到神的标准。这种洞见就会导致我们谦卑下来，
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是
罪人哪！
接下去我们思想骄傲的问题。为什么谦卑那
么重要？因为它是跟骄傲对立的，而神厌恶骄傲。

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

其实，骄傲乃是舍弃神的一种自我提升。当一个

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

人骄傲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自己多么好、多么伟

华我的

大，看不见神的形象，于是把自己从受造者的地

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

位提升到超越创造者的地位。巴别塔是怎么回事

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

啊？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就是人想跟神同等嘛！

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

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

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这段经文说到神给所罗门一个应许。
“你愿我

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读这三节圣经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功。有几

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应许呀！

件基本的事情要注意：我们做计划，可能正确，

试想，若是你我，会求些什么呢？列个清单，恐

也可能不正确。决定这个计划是否正确就是计划

怕写也写不完。然而，所罗门王的反应如何？他

背后的动机，神以动机来衡量你的计划。所以我

首先感谢神，他知道今天坐在王位上，不是因为

们要把计划和动机交给主去衡量，这样做的时候，

自己“行”，而是因为神的大恩典。然后他向神求

我们就能信靠祂，祂必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

什么？不求别的，只求智慧。求智慧又是为了什

上，因为主依据祂的目标来行任何事。我们做计

么？为了可以作公义的判断以服事百姓。他说自

划的时候，应该向神祷告，“主啊，计划在这里，

己是“幼童”，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辨别是非”，

据我所知我的动机是对的，但是我愿意把它摆在

可见，所罗门是个谦卑的人，所以神祝福他。
“尊

主面前，让主来检验。我只想做讨袮喜悦的事情，

荣以前，必有谦卑。”

我把我的动机和计划交给袮，如果我的心不对，

有一个传道人说，他经常看见一个妇女，每

求袮改正，在周遭的环境中，为我作工，使我能

天到一个童贞女马利亚的铜像面前敬拜，跪在那

够达成袮的目的。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里祷告，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才有别人告

当我顺服主的时候，我在袮眼前就会有成功的生

诉他：“这个妇女其实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她每天

活。”

来这里乃是因为她年青的时候长的很漂亮，这个
铜像当初是以她为模特儿塑造的。” 这个女人敬
拜的对象不是神，也不是童贞女马利亚，倒像是
在敬拜她自己。很可惜，今天也有很多人在敬拜
自己。不是吗？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无形中就
在敬拜他自己了。
英国女皇维多利亚手下有一个男仆，每个礼
拜都要带领查经。维多利亚女皇竟然也去参加。
有一次查经，这位男仆提到主耶稣再来，女皇就
问他关于主耶稣再来时的情况。之后，女皇说：“我
真巴不得主耶稣赶快来，当祂再来的时候，我就
要把我的皇冠摆在祂脚前向祂下拜。”
司布真讲过一个比喻。他的农场里面，有一
棵梨子树，树枝向上伸展，叶子常绿，非常旺盛，
但是从来没有见它结过一粒果子；农场里边还有
另外一棵梨子树，树枝向下垂，外观不起眼，却
是果实累累。这不是骄傲和谦卑对比的一幅图画
吗？
2. 成功之前，必有顺服。
箴言 16:1-3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
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
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成功之前，必须顺服。
你的动机是谦卑，藉着顺服，使你有动力。我们
是不是总是关心讨主喜悦的事情呢？顺服主就是
讨主喜悦。
种马必须从小被驯服，驯马人常常要骑在马
背上训练它。是否就那么顺利呢？你拿水和饲料
喂它，它喜欢；你盖个马仓给它住，它喜欢，但
是你坐在它背上，它就是不喜欢，它不服、顶撞，
企图把背上的人摔下去。但是驯马人不会放过它，
反复训练它，一直要到它服服帖帖地遵从人的指
挥为止。马匹只有被驯服之后才能为主人所使用，
今天我们是否也处在类似的情况里面？
当你开车从地方性公路进入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必须汇入车流，不是车流适应你，而是你必须

是描写一个人参加敬拜的时候祷告唱诗，但是他

适应车流。神的计划也是这样，你必须把自己融

徒有敬虔的外表，里外不一。因为他不听神的话，

入到神的计划里边去，不是要神来迁就你。顺着

自然不能讨神喜悦，祷告也难蒙神垂听。如果我

神的计划走，你可以很快地达到目的地。所以你

们真想讨主喜悦，我们就应当欣然接受神所定规

所谋算的，必须交给神，融入神的计划，才能有

的，避免祂所厌恶的事情。

成功的生活。
第三，行神所期望的来讨神的喜悦。
箴言 16：7 我们刚刚读过，“人所行的，若

第二，避免神所厌恶的来讨神喜悦。
刚才已经指出神憎恶骄傲的心态，不必再重

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复了。但还有其他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必须注
意。

这跟夫妻关系很相像。因为爱丈夫或者爱妻
子，我们去做对方所期望我们去做的事情，使对

我们看箴言 6：16-19“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

方高兴。我们爱主也是一样，从这节经文我们看

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

见讨主喜悦的结果可以使仇敌与我们和好，当然

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是重点。要记住

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

这节圣经，这是真实的，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怀

争的人。”

这七件事情是神所厌恶的，跟社会

疑。当我们以神的方法来行事的时候，甚至我们

关系都有关，这些可憎的态度言语和行为，可以

对敌人的态度都会非比寻常，以至于敌人至终也

用两个词来描述，就是“争竞”跟“毁灭”。

会一改争竞的方式而以合作的态度来对待你。不

当然有时候，争竞是健康的，比方说球赛，

论结果如何，我们的目标是讨主喜悦。当我们把

可以促进运动水平的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可以促
进产品的改善。但是，为了得胜，不择手段、不
惜任何代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这就是这段
圣经所说的。
记得十几年前，有两个女溜冰选手竞争谁代
表美国去参加奥运会滑冰大赛。其中有一个名叫
唐雅的，用什么方法还记得吧？哈，她雇人用棒
子把对手的脚打伤了，后来被抓到了，原来是她
在后面策划，这是神所厌恶的。社会上的这些丑
恶的事情，有的你想都想不到。商业上的竞争也
有变成欺诈、暴力或者完全的毁灭的例子，我们

主所期望的放在心上，行祂所希望的，神就会悦

必须拒绝。

纳。

从神的观点来看，任何人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暴力或者毁灭，神都不喜悦。因为任何人都是有

下面三件事情是神期望我们去做的。我们要
把它们应用在生活里面。

价值的，人是有神的形象，是有尊严的，不可以

第一件事：神期望我们有怜悯心肠。正如箴

被低贬的。人都喜欢赢家，神也喜欢赢家，但是

16：6 所说的。另一处圣经说得更明白，弥迦书

神也喜欢输家。神厌恶那些从外表看属灵，但是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

内心腐化的人。比方说箴言 28：9，就是一个例

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

子：
“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这

卑的心，与你的

神同行。”神的公义是与神的

怜悯结合在一起的，借着祂的大爱和信实。公义

己是个罪人。这里说的“罪人”，不是说你放火

这件事情，就因为主耶稣受死得了满足。神是公

杀人，而是说心里的那种邪恶。人明明知道自己

义的，罪必须受到惩罚。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架

内心的恶，就是不肯认罪。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上，使我们的罪得到解决，怜悯就临到我们这些

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 17:9）可

不配的人身上。

是他说“不，圣经的话不实在，我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件事：神期望我们避开恶事。怎么样避

你看“谦卑”的功课有多难呀？

开？借着敬畏神。大卫在诗篇 32：1-5 说“得赦

让神开我们的心眼，从这段圣经学习到应有

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

的功课。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做一个讨主喜悦

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这是我们的价值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乾。

观。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
如同夏天的乾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

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

的恶。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

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

就赦免我的罪恶。”这段圣经说出了大卫自己的

上的光。主啊，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来到

经历。奥古斯丁也很喜欢这篇诗篇。他把这篇诗

你面前，承认我们罪过，求你宝血遮盖我们，教

篇写好钉在墙上，常常读它。

导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们，尊荣

第三件事：神也期望我们行为正直。箴言

之前必有谦卑、成功之前必须顺服。从这段圣经

11：20 说“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

里面，求你提醒我们每天思想我们是不是过着讨

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主喜悦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在你眼中看为成功的

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

在属灵的生活里面，神经常坚持祂与人的直

的圣名，阿们！

向关系。但是这种直向关系应该从人与人横向的
关系反映出来。恰好是一个十字架：竖直的是神
与人的关系，水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神不止喜
悦我们与祂的关系，祂也注意我们与人的关系。
求神帮助我们从这段圣经明了我们怎样才
算是成功。简单地说，讨主喜悦，才是一个成功
的人。
橄榄球队里面有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就是
前锋。前锋常常都是长得很强壮、很有力气的。
但是做前锋的要想有所作为，身体的一定要保持
低下的姿势。虽然他很强壮，有力量，却要低姿
态，才能打出成功的球来。
33 年来，我讲谦卑的功课不下 10 次吧？当
然每次内容不一样。我很坦白的承认，我自己也
在学，而且还学不会。你学会了吗？不容易吧？
很多人不信主第一个困难，就是不肯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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